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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3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秘鲁
总统库琴斯基举行会谈。两国元首赞
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
中秘关系，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欢迎库琴斯基总统首次出
访就来到中国。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
鲁都是文明古国，是相互信任的好朋
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建交45年来，
双方始终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两
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富有
成果，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了
密切沟通和协调，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世界稳定和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秘双方要坚持平等

相待和相互尊重，全面深化互信。我们
要保持高层交往，扩大政府、政党、立
法机构和地方交流，夯实两国长期友
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坚持互利共
赢，提升合作水平。要继续加强贸易、
能源、矿业、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合
作，实施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积极推
进产业和投资合作，扩大产能、现代农
业、环保、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
挖合作潜力，创新合作模式，不断提升
两国务实合作水平。双方要坚持交流
互鉴，增进传统友好。中方愿同秘方
加强文化、教育、媒体、智库、高校、旅

游交流与合作，加强司法执法合作。
双方要继续在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
化、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全球重
大议题上保持沟通和合作，维护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我们支持秘方今年
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愿同秘方一道，推动亚太经合组织
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
献。

习近平指出，中拉关系是南南合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同秘鲁以
及拉美各国一道努力，加强政治对话，
深化全方位合作，构建携手共进的命
运共同体。

库琴斯基表示，我就任总统之后

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中国，是因为秘鲁
人民钦佩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
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最大工业国和国际事务中重
要国家。秘方愿同中方密切经济、人
文等各方面联系，扩大两国在地方经
济治理、公共项目建设方面交流，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卫生、旅游等领
域合作，深入推进秘中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秘方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事务
中协调合作，期待在中方支持下，举办
一次成功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文
化、新闻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9月 13日 9时，国家减灾委、
民政部针对今年第14号台风“莫兰蒂”可能造成的影响紧
急启动国家救灾预警响应，指导地方民政部门及时做好灾
害应急救助各项准备工作，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发布紧急通知指出，“莫兰蒂”可能
是今年登陆我国强度最强的台风，强风持续时间长，降雨强
度大，又适逢中秋节天文大潮，将给有关省份带来风、雨、潮
叠加的不利影响，要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
海南等地民政部门进一步加强应急值守，密切跟踪台风移
动路径，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协助有关部门提前做好人
员避险转移、船只回港避风等防范工作，视情启动救灾应急
响应，紧急组织调运发放救灾物资，安排下拨救灾应急资
金，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4号台风“莫兰蒂”的中心13
日上午8时位于我国台湾花莲东南方约640公里的西北太
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莫兰蒂”
将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
持，逐渐向台湾东部沿海靠近，14日白天掠过台湾东南部后
强度逐渐减弱，并趋向闽粤沿海，可能于15日凌晨到上午在
福建漳浦到广东汕尾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新华社北京 9月 13 日电 13
日下午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辽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部分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
报告，确定 45名全国人大代表因
拉票贿选当选无效。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以
下 45名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
于洪、王文良、王占柱、王守彬、王
宝军、王春成、方威、包紫臣、曲宝
学、朱景利、刘云文、刘芝旭、刘清
莲（女）、刘福祥、齐牧、孙寿宽、李
玉环（女）、李东齐、李海阳、杨敏
（女）、何著胜、冷胜军、宋树新、张
文成、张玉坤（女）、张占宇、张国

军、张素荣（女）、张振勇、张晓芳
（女）、张铁汉、金占忠、柳长庆、姜
秀云（女）、姚庭财、耿洪臣、高宝
玉、郭光华、常薇（女）、韩有波、惠
凯、谢文彦、谭文华、燕福龙、魏立
东。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
举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以金钱或者
其他财物贿赂代表的，其当选无
效。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经审查认为，这 45名全
国人大代表违反选举法的有关规
定，以违法行为当选，应当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确定其当选无效。

截至目前，十二届全国人大实
有代表2894人。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
林顿的竞选团队9月12日首次松口，承
诺将公布希拉里更多的健康状况信息。
68岁的希拉里11日在纽约出席“9·11”
恐怖袭击 15周年纪念活动时因身体不
适提前退场，并取消了随后几天的竞选
活动，希拉里“健康可能出问题”的说法
再次甚嚣尘上。

竞选团队如何应对质疑

希拉里竞选团队 11日下午公布了
一份希拉里私人医生的声明，说希拉里
过去一段时间因过敏而长期咳嗽，本月2
日被查出患有肺炎，目前在服用抗生素。

希拉里竞选团队此次因希拉里健康
信息缺乏透明度而饱受诟病。美国总统
奥巴马的高级顾问阿克塞尔罗德在社交
媒体上狠批希拉里团队说：“保护隐私的

‘不良嗜好’在不停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去年 7月，希拉里公布了一封由她

的私人医生出具的文件，文件称她的健
康状态良好，2012年 12月的脑部血栓
症状在其后两个月全部消失。而希拉里
的丈夫比尔·克林顿说，希拉里当时经历
6个月的治疗才得以痊愈。健康证明与
克林顿说法的反差，引发共和党人质疑。

希拉里 12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采访时首度就此事做出回应，承
认自己没有听医生让自己注意休息的建
议，她同时强调自己目前状态良好。

当天早些时候，希拉里的发言人说，
将在今后几天公布更多关于希拉里身体
状况的信息，强调除肺炎外，希拉里没有
再隐瞒其他疾病。

会否因健康状况丢分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近期多次
以希拉里健康问题做文章，“希拉里可能
患有癫痫、帕金森症、言语障碍症甚至老
年痴呆症等，无法胜任总统的繁重工作”。

据悉，特朗普的这种说法，依据的是
网上数段希拉里在公共场合前后颤动摇
晃、眼神迷茫的视频。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由于没有希拉里
健康报告作为依据，很难评价希拉里真实
的健康状况。即使最终报告证明希拉里
身体状况良好，由于希拉里竞选团队在她
健康问题上长期以来的“遮遮掩掩”，希拉
里健康报告的公信力也受到削弱。《今日
美国报》民调结果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
近六成选民认为，希拉里不诚实、不值得
信任。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2日电）

习近平同秘鲁总统库琴斯基举行会谈

推动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强台风“莫兰蒂”逼近我国东南沿海

国家有关部委启动救灾预警响应

希拉里“身体不适”
引发的疑问

因拉票贿选

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辽宁
45名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

9月 13日，渔民在昆明滇池边准备出发捕鱼。当日，云南昆明滇池
迎来开湖季。长期实行的年度封湖禁渔和开湖捕捞交替的滇池渔业管理
模式，既保证渔业生态功能正常发挥、有效削减滇池内源污染，又增加了
沿湖村民收入。 新华社发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为期一天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部分第十二

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

依法确定 45 名拉票贿选的全国人

大代表当选无效；审议通过了关于

成立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次会议筹备组的决定。

严肃依纪依法查处拉票贿选

案，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依法治国，严肃党纪国法，坚决

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辽宁拉票贿选案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

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

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

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党

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

大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性质恶

劣、情节严重，触目惊心。目前，45

名拉票贿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已被

确定当选无效。

选举法明确规定，以金钱或者

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

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的，其当选无效。此次全国

人大常委会确定 45 名拉票贿选的

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决定成立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

筹备组，于法有据，程序严密。

对拉票贿选案的处理，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对拉票贿选“零容忍”

的坚定决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是我们党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

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涉及

什么人，不论涉及多少人，只要触

犯了党纪国法，都将一查到底，绝

不姑息迁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惩治腐败问题上，党中央的态度一

直非常坚决，坚持有腐必反、有贪

必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反

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只有

彻底查清选举领域的违法腐败行

为，并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才能赢

得民心，才能维护我们党在人民群

众心中的地位和威信。

对拉票贿选案的处理，有力维

护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

本制度安排。搞拉票贿选，是对我

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公然挑战。选举制度

作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

织制度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选举是否

公正，直接关系到公民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能否得到实现，直接关系到

各级人大代表能否真正代表人民

的利益。党中央多次强调，严肃选

举纪律，严禁权钱交易，确保选举

风清气正。

辽宁拉票贿选案再一次给我

们敲响了警钟。当前正值地方各

级领导班子和县乡人大换届选举，

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对于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

关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

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这种

光荣的使命，绝不能用金钱来换

取。绝不允许金钱渗透到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中，绝不允许通过任何

手段干扰破坏人大代表的选举。

反思拉票贿选案，我们得出深

刻的警示：党纪国法是高压线、警

戒线，任何人都不得触犯。每一个

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

带头遵守党纪国法，带头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我们应从全面从严治

党、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深刻汲

取拉票贿选案的教训。全党同志

和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切

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力

推 进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和 反 腐 败 斗

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

民主，严格依法办事，长期坚持、全

面贯彻、不断发展好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对拉票贿选坚持“零容忍”

新华社北京 9月 13 日电 日
前，中共中央决定：

李鸿忠同志任天津市委委员、
常委、书记，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
黄兴国不再代理天津市委书

记，免去其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
和市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天津市委、湖北省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